
1978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

开放的强国道路。尽管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60至8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持续高速增长，但

作为一个超 10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中国能实现持续 30多年接近 10%的增长，并使约 5亿人口摆脱贫

困①，接近当前整个欧盟的人口规模，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也初步实现了

由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从改革开放初

期的8.78%发展到目前的超过80%，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然而，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如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面临趋势性减缓；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存在很多寻租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拉大,
内需不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亟待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加以解决，并且进行全

方位的深层次改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换。与发展驱动力切换相伴的问题，是中

国下一步的改革往何处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历史性选择，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改革。也就是说，面向未

作者简介：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
讲席教授; 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上海，200433。

① 参见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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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口，改革的路径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和生态文明体制的联动改革，改革的关键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

界，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的问题，由此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切换，获

得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整体上，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要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从要素驱动

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从单一的经济改革向全方位联动改革转变，从发展型全能政府

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转变，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向国际体系改革的积极引导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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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改革的路径必须从经济单一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引导社会经济

各项制度的合理化和现代性转型，尤其是重新思考和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所在，最终理顺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归纳起来，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从要素驱动

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从单一的经济改革向全方位联动改革转变，从发展型全能政府向服务型

有限政府转变，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向国际体系改革的积极引导者转变。

一、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

与改革相伴的是发展驱动力的转换。世界经济论坛在其《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中曾将世

界各国划分为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是非常富有洞见性的战略判

断。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垄断过多、干预过多、竞争不足，使

得创新驱动做得不够，因此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具有一定

的递进关系，表现在随着发展驱动力的转换，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会显著上升。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

于支撑市场体系各种相关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首先应当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

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①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尽管期间有所波折。这样的

转型特点及其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与中国的国情和阶段相适应的，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通过“放”和“开”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不合理的政策束缚，给老百姓

更多的自由，给市场更多的自由，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充分流动起来，从而使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起来。然而，从长远看，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不符合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因

为要素驱动本身是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通过非市场行为压低要素价格而产生的不合理却

阶段性有效的竞争优势，它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经济效益、低劳动力回报、低创

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等内部要素红利的衰减，以及人

民币升值、国际贸易壁垒高筑、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等外在持续压力的存在，这一发展模式显然无法继

续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已经提出多年，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实际的微观

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表现中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规定了过多的市场准入限制，掌握了过多的资源

配置权和定价权，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得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

配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基本功能紊乱，没有形成激励相容，引致经济结构扭曲的负向结果，而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恰恰应该是资源稀缺约束条件下市场作用和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这必然要求在要素市场

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需要对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否则要素定价机制可能

依然是扭曲的，改革也难以得到进一步推进。

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主要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

① 田国强：《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
199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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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让竞争产生效率。但是，要让市场有效，其先决条件是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

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现实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所给出的应对之策说明，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

误区、误会和误解。有观点认为，中国取得的成绩主要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政府的作用，是国有经

济的作用。另外，极度原教旨市场主义者则认为，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不要干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

的功能没有边界，没有外部性，不会失灵，基本是万能的。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可取。当然，作为治理国

家的基本制度安排，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还要加上社会。

之所以会有种种的误区和争论存在，与其看待中国经济的不同视角有很大关联。从宏观上看，中国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迈进。但是，从微观

上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已经到了比较尖锐的地步，其深层次

的原因在于没有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

段，继续往前走，最后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性社会，但是向旧的经济体制倒退回去也很容易。中国的市场

化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也将极大地支持世界经济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成为创新型国家。要形成创新的土壤，鼓励和保护创新，在完善国有

经济创新机制的同时，还需发挥民营经济的创新能力。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具有高

度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创新，指的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破坏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

新，这种创新与企业家的才能结合起来，形成企业家精神，往往会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熊

彼特认为：“付诸实施的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它根本没必要必须是任何一种发明。”①他将企业家的才能

也纳入创新的基本范畴和必备要素。然而，从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

有些还尚未破题，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企业家精神有待得到充分释放。

企业家对于合理利润的追求是市场进步的力量源泉。产品的定价能力从哪里来？产品的垄断就是

最大定价能力。产品垄断能力靠什么？除了政府过度保护导致垄断外（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这往往导

致低效率及激励扭曲），就要靠创新和独特性，抢占市场先机和战略制高点。创新，是灵光一闪的结果，

但又不是搞一次头脑风暴就能想出来的，它实质上是由很多已经存在的想法组成的。企业家非常重要，

他的职能“并不包括去‘寻找’或者‘创造’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一直在那里，被各种各样的人大量地

积累起来”②。企业家的职能是在这些可能性消失之前，通过构思和制定新的要素组合，将可能性付诸实

施，变为现实。所以，要营造创新精神、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的激励机制，手段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民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就必须要有竞争的优势，就必须创新，不断抢占创新制高点，不断打破自己

的优势，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价格优势，以此应对快速变化和激烈的竞争，否则即使自身一时有优势，最

终也将被他人超越。

中国为什么缺少能够站在战略高度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公司，重要原因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被束缚，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或至少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使得新技术难以大量涌现或

① [美]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叶华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② [美]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叶华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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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产业化。这一束缚的主要特征，就是行政权力对于技术创新的过度干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地位没有明确，政府取代市场、企业对产业与技术创新路线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倾向被强化，由此带来

一系列激励扭曲行为。比如，企业不是根据市场需求、价格信号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优惠、补贴来选择

技术开发活动，使得技术发展方向可能发生偏差，企业的发展不具可持续性，并且获得政府政策优惠、补

贴的企业往往是一些垄断企业，使得民营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位置，同时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高风险

和不确定性，又可能会加重预算软约束问题。

二、从单一经济改革向全方位联动改革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因而必定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转型。从新制度经

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属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制度是由一系列规则的集合组成，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

经济活动有关且相互关联，支配和约束着社会各阶层的行为。①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基本

框架的确立，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项改革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改革，每项改革

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难点正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

问题相互交织和关联，因而它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必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样，当

制度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补时，如果还是只在某些方向上进行零碎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成功的。②

况且，目前实施配套改革、综合治理的基础条件也基本成熟。中国改革发展最初的经济禀赋和财富水平

过低，对现代市场制度了解有限，不能进行全方位系统改革，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些约束条件已大大

松弛或消失。

因此，中国经济的深层次转型要求必须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改革必须超越现有经济层面的单兵突

进，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转而进入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中，文化是一个具有价

值引导、人文塑造功能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

作用，进而对于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都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的发

展迫切需要共同价值观的引领，而一个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要关注人本身，使之具有最大的

包容性，形成最大的共识。

全方位联动改革需要耦合和整合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基本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此规制和

引导个体经济行为，实行综合治理。如前所述，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

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等三大基本要素。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

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综合治理、长期积淀，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

一种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

① Schultz T. W.,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
nomics, Vol.50, 1968, pp. 1113～1122.

② 参见热若尔·罗兰：《理解制度变迁：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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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污染治理中，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外部性、公共资源和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

中的宏观控制和监督是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原因，需要

通过市场手段将环境外部性内在于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中，这是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合理使用资源的重

要途径，此外还要形成大众都关心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规范。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我们还应根据信息成本、激励相容和外部性程度的原则，来合理界定和理清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进行综合治理，同时还需要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处理和平衡

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可承受程度以及创新驱动

（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作用，确保全面深化改革顺利进行。其中，财

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个交汇点和突

破口，也是触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核心改革议题，需要重点推进。我们需要对政府现有的

基本职能进行筛选，其目的是弄清楚哪些责任必须由政府来承担，哪些责任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来分担或

承担，并通过法律来予以明确，这样才能让政府角色归位。

三、从发展型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转变

在理清了改革的内在逻辑理路之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从发展型

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并将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只有政府无所不在的

“有形之手”放开了，政府的职能及其治理边界得到了科学合理的界定，才能促进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

构建。那么，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基本职能呢？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

“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正如哈耶克所指

出的那样，政府的职能有二：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提

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同时，他也指出，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

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权威性也

同样赋予它”。①因而，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也在于要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②

其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

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

场和政府有效。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体现了一种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

单位甚至一个家庭的思想。这些国学智慧蕴藏了很深远的现实意义。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

变，就是要把本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直至消除政府角色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成为

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随着中国

① 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第333页。

② 关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参见田国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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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发展和一系列矛盾问题的不断涌现，法治建设正变得日益紧迫，并成为中国顶层设计

中刻不容缓的议题之一。

改革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路径，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任何违反既有制度生态系统完整性而进行

的盲目制度移植都是有很大风险的，①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如此。由于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其变迁成本是非常大的，必须坚持审慎、渐进原则，但是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能动摇，并且要找准切入口

和有实质性措施。因此，可以先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入手，大力推动政府从全能

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

其二，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

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弥补直至消除政府角色缺位的现象。一方面，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

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

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

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当

然，在这些领域内，政府同样要处理好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对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规模和限度进行科

学设计。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保障不一定需要通过直接参与生产进行，它可以通过政府购买

的方式进行。

随着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应该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注重分配好蛋糕，实行总量和结

构性减税，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 5到 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

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真正做

到藏富于民、还富于民。只有富民，才能国安、国定、国富、国强、国大。早在 3000多年前，周文王问姜子

牙如何治世时，后者答曰：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文王于是

开仓济穷，减税富民，西周日益强盛。当然，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度，过犹不及，我们要避免出现由于福利

过多而造成负激励和巨大财政赤字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必要的社会救济制

度，而不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在福利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

显的现象，就是高福利培养了劳动者的惰性和对政府的依赖，容易让原本勤奋工作的人失去努力工作的

激情。

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富与民富、效率与公平、中央与地方、内需与外

需、城镇与农村、沿海与内陆、发展与稳定、科教与人才、发展与生态”这十大基本辩证关系。特别是推动

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可以承担起中国下一步改革突破口的角色。关于政府职能的定位，我们也可

以从中国国学思想中汲取智慧。司马迁在其以至治为鹄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言道：“故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里的“善者”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有异曲同

工之妙。以之衡量，当下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还存在着许多与民争利的情况。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已

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① 参见热若尔·罗兰：《理解制度变迁：迅捷变革的制度与缓慢演进的制度》，《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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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向国际体系改革引导者转变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大变化、大调整，从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两极或多极世界转型。由单极

向两极或多极的迈进，实际上也就是大国、强国之间的竞争，而强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人才、制度和

话语权的竞争和规则制定者的竞争。进入新世纪以来，“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和

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的影响力下降，

欧洲前景黯淡。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是在尊重和逐步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不断取得成功的，特别

是借助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释放的巨大红利，中国仅仅用了 10年的时间，就在经济总量上先后

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于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是邓小平当年制定韬光

养晦①战略方针的要义所在：“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

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②在未来10到20年里，中国真正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崛起，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参与者，应学会去担纲引导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经济巨人，应对世界文

明贡献有益的价值元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国际议事程序和规则的制定者，使之在世界范围内有

利于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世界领导力的竞争，实质就是一场争取更多追随者的竞争，而要赢得追随者，

除了要强化与其利益纽带之外，还需增强自身的道德感召力和价值吸引力。

与此同时，中国也还要继续努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邓小平曾经说过：“在国际问题

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建立有利

于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质就是要在权力结构特别是话语权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应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同周边国家合作不断深化，在周边区域合作进程中保持有利地位。

整体上，中国要真正实现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向积极引导者的转变，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

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就不仅仅是

加强全球参与那么简单，而是要主动推进全球议程的制定。面向未来，中国可以在多边舞台上发挥负责

任的大国作用。通过创建更多的多边国际机制和发起更多的国际援助计划，树立公道、正派、负责任、具

有包容性的大国风范、大国风度，让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有利于自身和世界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汪立峰

① 苏东剧变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
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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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ur Transitions in Deepening Reform in China
Tian Guoqiang, Chen Xudong

China is currently at a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where the reform path is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ys-

tem reforms, and the key to reform is defining a reasonable governance boundary between govern-

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s well as proper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existent over-playing, under-

playing and mis-playing of government role. As such, the transition of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

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and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edge can be obtained.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t the next stage should strive for 'four transi-

tions", that is, the transitions from factor- driven to efficiency- driven and further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single economic reform to comprehensive reforms, from a development-

oriented omnipotent government to a service-oriented limited government, and from a participa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an active guide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reform.

Policy Choices fo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Investment-driven
to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Gong Liutang, Yan Chengliang

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whereas China's econo-

my is investment-driven but not innovation-driven. This paper introduces physic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D investment in a standard growth model, and we consider both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10, we explore the effects of R&D in-

vestment on per capita GDP, and estimate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factor input. It is found that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er capita GDP, and the marginal pro-

ductivity of basic research capital and applied research capita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hysical

capital.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we should reduce the physical capital input,

and increase the basic research input and applied research input to enhance China's transition from

investment-driven economy to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Law-based Government of Environment
Wang Shuyi, Zhou Di

The report at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pu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a prominent posi-

tio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raised again the construc-

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at exactly 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y does the ruling party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ow to build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as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abov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Strives have to be made in the area of strengthening the rule of law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ream of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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